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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及铜合金板材超声波探伤方法

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用A型超声波脉冲反射式接触法手工检测铜及铜合金板材的探伤方法。内容包括

原理、探伤人员资质、探伤装置的要求、探伤力法、缺陷的评定和分级、探伤报告等

    本标准适用于厚度为6mm一70mm铜及铜台余板材的超声波探伤，为铜板内部及近表面金属不

连续的超声波脉冲反射式检测方法。其他厚度的铜板材，可参照采用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一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往日期的引用文件.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

    G曰T涎45 无损检测人员资格鉴定与认证

    以『T]2阴粤.1 无损检测术语 超声检WI]

    G曰T18￡94 无损检测 超声检验 探头及其声场的表征

    〔;片T18852 无损检测 超声检验 NIJ量接触探头声束特性的参考试块和方法

3 术语和定义

(;B/T12604，1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

4 方法原理

    A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波探伤仪产生高频电脉冲‘经过探头(晶片)的电声转换传人弹性介J.ll(」二件夕

中进行声波的传播，声波遇到声阻抗相异(如缺陷)界面时，将发生声波的反射 由探头将声能转换成电

脉冲显示在示波屏上，超声波反射法，就是根据」_件中反射波的情况，来判定工件内部的质最

5 二般要求

5.、从事铜板超声彼探伤人员必须按G卿Tg魂衣5要求经过培训，应取得国家相关授权部门颁发的超

古波探伤技术等级资格证书 取得探伤R级以上(含n级)技术等级资格证书者方可有资格签发探伤

报告

5，2 超声波探伤应在铜板成品状态下进行

5，3 探伤场地不能设在有强磁、震动、高频、电火花、高温、潮湿、机械噪声大的环境中。以免影响探伤

的准确性和探伤的稳定性。

弓 4

5，5

被探铜板的表面，应当清除有影响探伤的氧化皮、锈蚀、油污等物

藕合剂的选用，不应使人体、铜板表面质量受到损害，一般选用机油等

6 探伤装置

6‘1 探伤仪

6，1‘1 探伤仪的技术指标测试应符合有关探伤技术条件的规定·探伤仪器应定期进行检定-

6rl，2 仪器、探头组合始波脉冲宽度的确定

    先将探伤仪的测定范围设置到5。，n。档，然后将探头置于声程为15mm的如mm平底孔试块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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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探伤仪，使似二。平底孔反射波亮为荧光屏满刻度的8。%时，读当此时在时间轴上始波后沿高度

达2。%以上的宽度。对于采用标称频率为SMH:的探头，其始波脉冲宽度不应大于10mm;标称频率

为1.25 MH2~2.SMHz的探头，其始波脉冲宽度不应大于15mm。

6，2 探头

6.2.1探头的性能测试方法应符合GB/T18694和GB/T18852的有关规定。
6.22 探头及频率的选用见表 主，探头晶片直径一般选用笋扭m二一丸。mn:，方晶片面积不小于

19OmrnZ，双晶探头晶片面积不小干15omrnZ

6，2.3 双晶直探头的性能要求

    用图1试块在各个阶梯面进行测试回波高度，绘出如图2所示的特性曲线。

623，1 厚度3mm处和19mm处的回波高度与最大回波高度差应在3dB一6dB范围内

6_2.3‘2 用直接接触法的表面回波高度，必须比最大回波高度低4OdB以上

6，2一3‘3探头对准声程传。m处向。m平底孔试块，其回波高度与最大回波高度差必须在 1OdB

以上。探头对准声程15mm处似mln平底孔试块，’j声波分割面平行地移动探头，按5由弓法测定波束

宽度卜其有效值必须大于15m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探头及频率的选用

板厚/mm 所 用 探 头 探头标称频率/MHz

6~ 15       双晶直探头

双品直探头或单晶直探头

)25 5

)2。，一卜>15~20

>20~70 单晶直探头 要1.25~一5

各阶梯面

40义6=240

图 1 双晶直探头对比试块/m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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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对比试块

7.1 试块材料的要求

    对比试块材料应与被检铜板的合金牌号、加工方法、表面状态及声学性能相同或接近，试块材料经

超声波探伤不能有大于或等于丸mm平底孔当量的缺陷存在

7.2 对比试块的选用

7.2.1用单直探头探测板厚大于约mm的铜板时.对比试块应符合表2和图3的规定。选用的原则:

试块的厚度与被检铜板厚度相差不能大于三mm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 单直探头对比试块的选用

被检铜板厚度恤。 } 试块表面到平底孔距离涌二 平底孔直径jmm

>20一30 15

>30~40 二5

> 40一 50

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

>50~60

>60~70

2{ 4G

蕊}

告门义5=只凸n

7 2 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3

用双晶直探头探测板厚小于20

单晶直探头对比试块/川山

m二的铜板时.对比试块应选择图1，选择的原则是试块与被检

铜板的厚度要相同或基本接近

8 探伤方法

81 对铜板的测试要求

    在规定探伤灵敏度下 被检板材噪声幅度不得大于荧光屏满刻度的2。%，信樱比不小于3倍，否则

供需双方协商。

8.2 探伤灵敏度

82.1 探伤灵敏度应计人对比试块与被探铜板之间的表面祸合的声能损失(d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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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2 板厚小于或等干卯m。时，选用与被检板材等厚或接近的图1对比试块阶梯面·对仪器进行调

整.将其第一次底波高度调整到荧光屏满刻度的5。沁后再提高10dB作为探伤灵敏度。

8.2，3 板厚大于Zomm时.选用与被检板材等厚或接近的图3对比试块阶梯面，对仪器进行调整，使

该人工平底孔反射波高度为荧光屏满刻度的5。%时.作为探伤灵敏度

82，4 声程大于3倍近场区时，也可采用铜板无缺陷的完好部位的第一次底波来调整探伤灵敏度，但

其结果应与82.3的要求相一致

83 探伤部位

    从铜板的任一轧制面进行探伤 若用户要求或探伤人员因为判定缺陷需要，也可对铜板上下两轧

制面分别进行探伤

8.4 探头扫查形式
    探头沿铜板轧制方向和铜板轧制的垂直方向进行100写的扫查，扫查声束有效截面应有15%的覆

盖面

8.5 探头扫查速度

    探头扫查速度不得大于1劝 mo1/、，探头的压力要均匀。

9 缺陷的认定

9.飞 探伤过程中，在规定的探伤灵敏度条件下，发现9，1.1一91.4中任一情况，即为缺陷

9.!1 缺陷第一次反射波(F」1波高大于或等于同声程对比试块人工平底孔反射波高度。

9.1.2 采用双晶直探头探伤时 缺陷第一次反射波(几)波高大干或等于荧光屏满刻度的5。%

9门.3 被检板材底面反射波〔5)高度未达到荧光屏满刻度的50%(即B<5。%)。

9，.4 当缺陷回波为游动回波 即探头在被探部位移动时，缺陷回波前沿位置的连续移动距离大于铜

板厚度1弓:二。或等于铜板厚度2邝的游动回波

9.2 缺陷的边界或指示长度的测定

92.1 发现缺陷后.应在其周围继续进行探测，以确定缺陷的延伸

gZrZ 用双晶直探头确定缺陷边界或指示长度时，探头移动方向必须与声波分割面相垂直，在移动探

头中使缺陷波高下降到荧光屏满刻度的25%时，探头中心移动距离即为缺陷的指示长度。探头中心点

即为缺陷的边界点

9卜2.3 用单晶直探头确定缺陷的边界或指示长度时，移动探头使缺陷第一次反射波高下降到荧光屏满

刻度的25%时 探头中心的移动距离即为缺陷的指示长度，探头中心即为缺陷的边界点

9_24 在确定91，3的缺陷边界或指示长度时 移动探头使被检板材底面第一次反射波(BI)升高到

荧光屏满刻度的5。%时，探头中心移动距离即为缺陷的指示长度，探头中心点即为缺陷的边界点。

92.5 采用第二次缺陷波和第二次底波来评定缺陷时.应以相应的第二次反射波来校准探伤灵敏度

缺陷的评定和分级

1 缺陷指示长度的评定规则

1.IJTr个缺隋按其指不的最大长度作为该缺陷的指示长度

1.2 叭个缺陷的指不]刘交小千即。m时 可作为点状缺陷

2 单个缺陷指示面积的评定规则

2‘1 单个缺陷按其指示的最大面积作为该单个缺维的指示面积

2_2 多个缺陷相邻间距小于:30二。:或间距小于相邻小缺陷的指不长度时，共各块缺陷的面积之和

10

10

{:
叨

10

托

作为单个缺陷的指示面积

IOr3 铜板缺陷的分级见表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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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铜板缺陷的分级

缺陷

级 另IJ

氛伏缺陷在任一]仍丫 在任一lm义lm探伤面积内允

二。检测面积内的个数 许存在缺陷面积的百分比广%

单个缺陷的指 单个缺陀的指

示长度产mm 示而积，TIo.“

1 簇几 燕1 簇40 廷15口.

“一} 以 淤 奈。 } 韶51:1:.
m 越8 泛3     一不而丁一-
l\l

厂一一-一一-一-一一一一-一一一-一一 — 一一 一-一—
1 少 川级
l

10.4 在探伤过程中.探伤人员检测出铜板中有裂纹和缩孔残余缺陷时 应判废 其他类型缺陷的判废

按产品标准执行。

11 探伤报告

    探伤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

材料名称、合金牌号、材料规格、厚度、状态、批号等

探伤仪型号、探头形式、探头标称频率、晶片尺寸

缺陷的位置、缺陷的分布示意图及缺陷的级别等

、对比试块、藕合剂等

检测人员、签发报告人员的姓名及资格级别、检测日期等

执行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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